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曹颖 侯仁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维护公民
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时化
解行政纠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国家法治进
步的“晴雨表”。

2016年3月1日，郴州法院在全省率先启
动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改革，原由郴
州各基层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统一由
资兴市法院、桂阳县法院集中管辖。

时隔近两年，郴州法院行政审判迈上新
台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原来的
12%增至61%，实现质的飞跃。

打破行政诉讼 “主客场 ”，
告官能见官
� � � �告官不见官， 是社会诟病已久的顽疾。
随着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和集中管
辖改革工作的推进，郴州打破行政诉讼“主
客场”，“官民平等对簿公堂”成新常态。

2017年6月22日， 原告李某某等三人不
服被告嘉禾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
在郴州市中院开庭。被告嘉禾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雷衍忠，第三人嘉禾县住建局局长罗新
林均出庭应诉。

“庭审是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出庭让
我更加了解群众需求， 反思自身工作不足，极

大提高行政纠纷化解效率。”雷衍忠如是说。
“既然是改革，我们就要有改革的担当。

坚定改革目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避免
司法干预，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促进依法行
政。” 郴州中院院长罗水平说，“要让行政审
判改革出成效，让集中管辖试点出经验。”

为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郴州
中院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纳入
市绩效办年终考核指标，推动市、县政府加
大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 实行定期通报制
度，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应诉的行政负责
人严格责任追究。

多措并举提高应诉水平 ，
出庭亦出声

“行政机关负责人倒是出庭了，但全程
一言不发，这样的‘走过场’毫无意义。”一名
出庭律师抱怨道。

罗水平强调，行政机关负责人不仅要出
庭，更要出声、出彩、出效果。

对此， 郴州中院不仅将行政机关应诉能
力建设情况纳入全市依法行政工作考核范
围， 而且要求行政机关在开庭前配合法院做
好资料提交、证据审查等应诉准备工作，更是
在庭审中有步骤地引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发
言，切实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水平。

去年12月，在郴州中院审理永兴县某宾

馆与永兴县经济和科学技术局电力行政处
罚一案中，该局负责人陈昭华全程参与法庭
答辩、举证、质证、辩论、调解等诉讼环节。

“出庭是为了发现自身问题， 解决群众问
题，促进纠纷的实质性化解。”陈昭华感慨地说。

2017年，郴州两级法院因行政负责人参
与协调而撤诉的案件43件，占全部协调撤诉
案件的35.8%,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作用
进一步显现。

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法治
意识，被动变主动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
负责人应出庭应诉。实践中，政府督促、法制
机构建议、人民法院约束，许多负责人“被
动”出庭。

郴州中院分管行政审判工作的副院长
吴小波说，其根源在于，要提高行政机关负
责人的法治意识，“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
的态度，影响和决定着群众对法治的态度。”

郴州中院积极推进府院良性互动，通过
开展专题讲座、讲解典型案例、组织行政机
关负责人旁听庭审、 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的能动性，促进行政负责
人法治意识的提升。

此外，针对行政机关在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郴州中院延伸审判职能，连续五年
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近两年，向郴州市
房产管理局等单位发出12份司法建议函。

2017年，在全省民调中，郴州法院取得
90.5分的历史最高分， 郴州中院和6个基层
法院公众评价名列各辖区政法单位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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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根
据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8部委部署安排，近
日，湖南省网信办启动网络游戏信息内容专
项整治行动， 全面治理网络游戏领域乱象，
规范湖南网络游戏市场管理，营造清朗的网
络空间。

近年来，网络游戏快速发展，在促进
互联网产业发展、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网络游戏文化
内涵缺失等问题较为突出，部分游戏格调
不高，存在低俗暴力倾向，个别作品歪曲
历史、恶搞英雄，价值观念出现偏差，触碰

道德底线，并衍生出各类违法违规有害信
息，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危害青少年身心
健康。

此次专项行动，要求全省网络游戏企业
规范经营，严禁制作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挑唆民族矛盾、歪曲党史国史
军史，或涉及低俗庸俗、色情淫秽、暴力血
腥、荒诞惊悚、赌博迷信、教唆犯罪等违反
法律法规的有害信息内容，自觉遵守网络
游戏行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企业主
体责任，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
道及时受理网民投诉建议，促进网络游戏

行业自律。
专项整治期间，湖南省网信办将会同省

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公安厅、省教
育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部门加大对全省网络
游戏领域违法违规信息内容的整治力度，对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社会影响恶劣的网站和
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欢迎社会各
界、广大网民据实举报（湖南省互联网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举报网站：http://wfblxx.
rednet.cn；举报电话：0731-82688060；举报
邮箱：hunanfuwu168@163.com； 移动端举
报：微信关注“网信湖南”进入“网络举报”）。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平江 梅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
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流传千古的抒怀。

近年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秉承
“先忧后乐”精神，写就司法为民新篇章。

以“繁简分流”缓解案多人少
矛盾

“以前一起案子结案至少要几个月，现
在不到50天就可以结案，司法效率大大提升
了。”在岳阳楼区执业的曹凌云律师，在办理
一起民事案件时深有感触地说。

岳阳楼区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为
破解这一矛盾，从2016年5月开始，该院逐步
推出案件“繁简分流”审判模式、裁判文书简
化样式等改革举措。在立案和审理两个关键
环节中推行“繁简分流”。在立案过程中通过
诉讼辅导、诉前调解、立案登记和诉讼服务
等， 以诉调对接中心为枢纽进行有效对接，
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实质性解决当事人之
间的争议。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推出类案并审、简
案快审、繁案精审，同时还配套进行了裁判
文书样式简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庭审时
间和案件审理周期大幅缩短，同类案件前后
对比缩短了将近2/3； 办案数量明显增多，
2017年全院办结12892件，同比增加14.8%，
在全省排名第九。

通过改革优化审判程序，当庭宣判率提
高，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2017年6月，该院
获评全国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
法院，全省获此殊荣的基层法院仅4家。

运用司法手段守护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民

生问题、政治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工作要求。 岳阳楼区
法院主动运用司法手段，守护好绿水青山。

2016年1月21日， 该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何某某等7名被告人“洞庭湖毒鸟案”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案。被告人何某某
等7人， 在湖南东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采取投毒方
式，非法杀害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小天鹅和白琵鹭及其他野
生候鸟，被告人李某等人帮助
何某某购毒并全程负责对毒
杀的野生候鸟进行销售，他们
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情节
特别严重。

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岳阳市林业局提出的53553元

的赔偿请求中，对现场查获的63只野生候鸟
的核定价值予以认定，造成的损失根据各被
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具体作用， 分别由7
名被告人分担。

此案成功入选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十大
典型案例和湖南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十
大典型案例，该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荣获
首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案件优秀裁判文书
一等奖。

近年来，该院不断探索创新环境资源案
件审判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东洞庭湖生态环
境资源保护，指派学有专攻、业务精通的青
年法官组成专门审判团队，集中专司辖区范
围内的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

人性化审判未成年人案件
近年来，该院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

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原则，坚持“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方针，依法审理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改过自新，收到
良好效果。

该院从制度入手，先后实施《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一审操作规程》 等一系列制度，为
审判职能发挥提供制度保障。针对犯罪主体
特点， 法院专门邀请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
理特点，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女性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 充分发挥女性特有的亲和
力，全程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审理、回
访，更好地发挥审判的教育作用。

同时， 法院对于判处实刑的未成年犯，
根据个案特点，形成专门报告，及时向监管
单位通报，便于他们有针对性地改造。办案
法官还定期进行回访，了解服刑人员思想及
改造状况，与学校、社区共同制定有效的帮
扶措施。对于回归社会的未成年人，法院积
极建议或商请有关部门，帮助重返校园或进
行社会就业。

2017年，该院以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
例为蓝本，改编拍摄了法治微电影《妈吗》，
在各大电视、网络媒体广为传播，反响强烈，
荣获湖南省法治微电影评选活动一等奖。

整治网络游戏信息内容

先忧后乐写新篇
———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司法为民纪实

长沙市司法局发布2017年度咨询热点

合同纠纷占法律咨询近四成

让“民告官”能见官
———郴州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纪实

合同纠纷

劳动争议

婚姻家庭

侵权责任

制图/李珈名

�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谭亚男 朱分华）过去一年，哪类法律纠纷
最多，需引起人们警惕？今天，长沙市司法局
12348法律服务热线发布2017年度咨询热
点。2017年， 该热线共接听法律咨询电话
27085个， 合同纠纷咨询接近四成， 劳动争
议、婚姻家庭、侵权责任紧随其后。

据了解，2017年，12348热线共接听合
同纠纷咨询电话10292个， 其中以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最为突出。咨询内容主要涉及
房屋买卖定金或预付款难退、 逾期交房、
附加设置增加房款、违约金支付等争议的
处理。在委托中介办理的二手房买卖中也
存在不少纠纷，一些市民来电反映房产中
介公司工作人员存在“私吞”房款、欺诈客

户的现象。
除了房屋纠纷， 全年典型的合同纠纷

咨询还有：网络贷款和线下小额贷款“砍头
息”、高利贷、暴力催收等问题；消费者办理
预付卡后商家“跑路”维权无果的问题；投
资者网上投资理财被平台恶意操作致其血
本难归的问题； 驾校学费及共享单车押金
难退的问题等。

产生上述合同纠纷的原因， 多为一
方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条款不熟悉甚至
误解、条款约定不明确，导致履行错误及
违约责任约定不明。长沙市司法局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提醒，市民在签订合同
时一定要仔细查看了解合同条款，不能在
空白的合同上签字捺印，不能轻信对方口

头承诺。
除此之外， 劳动争议中未买社保问题最

集中，个人信息被盗用成为侵权纠纷焦点。

湖南开展专项行动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色情淫秽、暴力血腥等有害信息，将成“过街老鼠”

� � � � 1月24日，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优胜村大塘口组，工作人员为贫困户向元贵家贴春
联和窗花。最近，该乡组织党员干部走进1143户贫困户家中，开展“送春联，送祝福，送平
安”活动，为贫困户送去挂历、对联、窗花等物资。 刘文颖 杨欢 摄影报道

为贫困户送祝福


